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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面會開始前，先播出李準基錄
製的活動守則，及後他以

《Lost Frame》、《Born Again 》
等舞曲揭開序幕。他不斷大騷廣東
話，如「我係你哋演員李準基」、
「你哋好靚」，還提前祝大家新年快
樂！因很久沒來香港，他坦言現在好
幸福，尤其當見到粉絲舉起寫着「常
常在你身旁，我愛你」的手幅時，他
大為感動，直言：「差點感動到喊，
香港最棒！」

擔心被摸到敏感部位
當熒幕播畢其搞笑角色扮演片段

後，身穿黃色毛衣的李準基在會場後
方現身唱出《Sunday Morning 》，
粉絲馬上衝出去，場面一度混亂。他
幾經辛苦才由台下走上台上，直言：
「我件衫差點爛，又擔心有否被摸到
敏感部位。」隨即他雙手掩胸說：
「Don't touch here.」他笑謂大家如
浪般湧向他，感覺有如滑浪。他又問

大家有否受傷，當得悉有人腳受傷
後，他面露憂心，馬上衝下台再三確
認對方痛不痛，如果痛要出聲，馬上
去醫院。他再三強調其活動最重要是
安全第一。而表明香港場歌單不會唱
《TT》的他，最後難敵粉絲熱情要
求，分別跳了可愛版和性感版。他又
叮嚀粉絲不要亂信不實報道，有什麼
新消息他一定會公告給大家知，反正
他現時還在選劇本中，會盡快有新作
見大家。

4月港搞生日派對
不過，他有個好消息告訴大家，稱

計劃於4月其生日時舉行安哥見面
會，「如果屆時能與各國粉絲一起共
度，一定是最棒的生日派對。大家記
得空出時間來參加喔。」他見到有個
男粉絲表現興奮，忍不住與對方交流
了數句，笑稱對方興奮到如生氣般。
及後，他唱出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
的心》和張國榮的《當年情》，熒幕

更播出張國榮的劇照。他透露小時候
已喜歡看香港電影，笑稱自己為什麼
看了這麼多，為什麼廣東話還是說得
不好，他直言：「大家可能從不少訪
問中知道我自小已喜歡張國榮，是我
最喜歡和最尊敬的演員，大家看到那
些劇照吧，其實我從張國榮身上得到
很多靈感，希望成為像他一樣的演
員。」他還唱出《知足》和《步步驚
心：麗》的主題曲《為了你》。

玩濕身誘惑粉絲
安哥時，李準基換上彩色西裝大跳

舞曲，包含同日開騷BIGBANG的
《Fantastic Baby》 、 《BANG
BANG BANG》等三首歌。跳完他
坐在台上唞氣休息，又同粉絲笑稱：
「明明叫了你們走，為什麼還不
走？」他又坦言：「不少工作人員都
我今（前）日不要開騷，去看BIG-
BANG 就好，因為同一日開騷，不
如取消香港場。不知道會否覺得可

惜，但對BIGBANG粉絲很抱歉，真
的很對不起。不過，見我的粉絲這麼
開心，不就是我想要的嗎？」問到大
家熱不熱時，粉絲叫他脫，他雖用廣
東話笑言：「你哋好鹹濕！」但又突
然拿水淋頭，玩濕身誘惑，又笑鬧大
家「好變態」、「你哋好奇怪」。最
後他唱出《Together》中文版，更數
度走下台握手和收花，他多次感謝粉
絲支持，又期望可再來港，唱至11
時才結束。

香港最棒!李準基
高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娜）韓國

男星李準基前晚假亞博舉行「Thank

You Live in Hong Kong」粉絲見面會，

雖然他自稱是開粉絲見面會，不是歌手

在開演唱會，卻唱了23首歌，唱足3

小時才結束。其間，他除唱了《To-

gether》中文版、鄧麗君的《月亮代表

我的心》和五月天的《知足》外，更苦

練廣東話，獻唱張國榮的《當年情》，

熒幕更播出張國榮的劇照，自認最喜歡

和最尊敬張國榮的他，期望與張國榮一

起與粉絲共創美好回憶。

被粉絲熱情融化 唱足3小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思穎）熊黛林
（Lynn）、陳祉妤、林建名女兒林煒珽等
昨日出席美容產品活動，Lynn以透視裙露
出白色bra和長腿現身，初任新抱的她將於
香港度歲跟奶奶和老公親友拜年，難免心情
緊張，又自爆在內地的嫂子剛誕下龍鳳胎，
Lynn都希望像嫂子那樣生孖胎，一次過
「搞掂」。Lynn和郭可頌去年結婚，倆人
正努力造人，盡量今年成事生個雞BB，早
些生可以考慮再生第二個，最理想是生兩

個，問她考不考慮生3、4個，她即說：
「間屋要好大先可以生3、4個，要別墅才
行，一個BB一間房，現時有三間房，生一
個先。」
Lynn和老公日前被影到雙雙購買年花，

Lynn表示：「第一年買花，原本想買桃花
旺人緣，但見到奶奶家的蘭花好靚，最後和
老公買了蘭花，(封好利是？)這個由老公負
責，他封完我拿來派，所以不知要準備多
少，但要派給很多人，估計最少要五位
數。」
Lynn頭一年跟老公屋企人過年，又要同

老公親戚拜年，Lynn自言：「因不清楚香
港的過年習俗，心情緊張，也要問清楚要否
斟茶給奶奶，(同奶奶築四方城？)識少少打
牌，過年可以玩下，(刻意鬆章給奶奶？)不
需要特登做，因我很水皮，好易出沖，只懂
食雞糊。」

陳祉妤透露有新戀情
陳祉妤透露有新戀情，對方是圈外人，倆

人拍拖未夠一年，對方從事金融業，但否認
男友是金融才俊，她覺得是否才俊並不重
要，錫她先最重要。陳祉妤未肯透露男友的
名字，對於再婚問題沒有考慮，最重要是開
心。農曆新年，她和男友及一班朋友會到歐
洲滑雪，她指男友精於滑雪，但覺得男女朋
友不可以教打高爾夫球和滑雪，所以她會請
教練教滑雪。

熊黛林望生孖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薛家燕
與安德尊（大王）日前相約到鑽石山辦
年貨，工作忙碌的家燕姐，每年都會親
自去買蔘茸海味，她笑說：「年年都要
辦年貨，呢個係中國傳統習俗，代表年
頭好到年尾，必須要做，知道大王近排
忙到飛起，好難抽時間辦年貨，所以叫
埋大王。」說到可能已有人已幫大王辦
了年貨？家燕即爆料說：「就快有人幫
他辦了，我同大王講，已經十二年，又
咁好感情，唔好辜負人家青春。」大王
聞言即無奈走開。家燕姐繼續說：「聽
四位玄學名師都話明年雙春兼閏月，同
一時間擺酒生仔都可以，我識大王女友
（S小姐）好多年，又幫得手、好Nice又
靚女，但大王唔認係女友，只係助手，
我同佢講其實兩個投契，都係時候。」
至於她的桃花運，家燕姐笑言自己雞年
桃花直頭旺。有人提議她可效法大王，
也找個男助手？她笑說：「我要『男老
闆』，開玩笑。」
近幾年都在行大運的家燕姐，一年忙

到晚，令她盟生退休念頭：「原本諗過
呢一兩年退休，但大師同我講起碼做到
七十八歲，我說不是吧，不過見修哥(胡
楓)都做到八十幾歲，又話學校會搞上
市，（計劃今年上市？）唔係今年，起
碼開到三十至四十間，家有八間，有
三間洽談中，香港同內地都好注重少兒

文化教育同長者護理，十一年前我已覺
得少兒文化教育好值得推廣，可提高小
朋友品行、儀態等各方面質素，思想品
德好重要。」談到新年願望，家燕姐透
露稍後將再與黎小田合作，主持一個綜
藝歌舞節目，希望觀眾喜歡。家燕姐又
不忘向大王催婚，盛讚S小姐是很好的賢
內助，叫他不要逃避問題。大王說：
「酒席要妳包。」問到他與S小姐是否好
事近？大王強調真沒這回事，笑話一則:
「咩都唔係，自己冇女友，對方只係助
手，冇私有化，(未有結婚計劃？)：「冇
呢件事，唔係拍拖，冇呢件事，畀人影
咗出嚟，令到大家誤會。」

李嘉欣設計emoji揮春拜年
李嘉欣以親自設計的emoji揮春，採用代
表自己及家人JMJ英文字母組合成可愛心形
emoji的李嘉欣說：「我用自己設計的emoji

創作了『心想事成』
的賀年訊息，希望透
過活動把關愛由線上
延伸至線下傳給身邊
人！大家記住登入活
動平台，選用不同的
emoji來自製四格專屬
訊息，其中一格更預
留給各位拍攝及上載
照片。傳遞別具一格

又富心思的賀年訊息，相信親朋好友都會好
鍾意！」

王梓軒今年望歌影視齊發力
王梓軒(Jonathan)表示

在內地出席頒獎禮最開
心就是可以見到一大班
粉絲，「因為唔係成日
有機會去內地唔同嘅城
市，所以趁頒獎禮期間
就可見他們，傾偈同影
相。」提到去年在內地的成績，Jonathan表
示要感謝《中國好歌曲》節目，「呢個節目
令到多了人認識到自己同我的音樂，令我可
以接觸到更多新的領域。」

問到 Jonathan2017年有什麼大計，他
說：「今年應該會放多些時間在電影同電視
劇之上，因為自己對拍戲的興趣越來越濃，
所以都想呢方面落多些工夫；音樂方面我就
會想試同多些唔同的歌手合作，務求擦出一
輪新火花。」新一年將至，Jonathan在百忙
中亦預祝大家新年進步、大吉大利。

ASTRO3月來港搞擊掌會
韓國上位人氣男子組合ASTRO，僅出道
一年便憑着高人氣在去年正式進軍海外市
場。ASTRO將於3月3日假旺角麥花臣場
館 舉 行 「ASTRO 1st Show in Hong
Kong」，正式與港迷會面，並於活動結束
後與全場觀眾進行擊掌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
道）日前，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第二屆
國際微電影展映盛典活動在西安臨潼舉
行。此次展映活動彙集了來自海內外的
4300多部優秀微電影作品，堪稱近年來
國內微電影領域最大的一次盛典。著名
導演田壯壯、陳力、章家瑞，著名表演
藝術家孫維民、趙子琪、居文沛等出席
本次展映活動。
當晚舉行的展映活動還對114部優秀作

品進行了表彰，這些獲得表彰的微電影
優秀作品，真實記錄和表現了當下中國
年輕人生活、學習、戀愛、奮鬥，以及
他們對新生活、新工作、新思路、新方
向的追求，從中彰顯出年輕一代悅動的
生命氣息與積極努力適應生活、迎戰困
難的努力。微電影在展現年輕人迎接困

難、面對困難、挑戰自我的同時，也用
影像來表達自我認同和審美需求。國際
作品則表達了國外年輕人的思想潮流和
積極向上的情懷。
作為第二屆國際微電影展映形象大使

的楊瀾，此次帶着自己擔任監製的微電
影《我們》而來。這部電影由李曉雨導
演，梁丹妮、趙子琪領銜主演，講述了
女兒與患阿茲海默症的母親特殊的情感
經歷。談及對微電影的認識，楊瀾用高
低之分來概括，「低是微電影讓電影的
門檻降低了，讓很多年輕人有機會把自
己的故事講出來；高是指微電影雖然
短，但質量在提升，有更多專業人士進
入到這個領域。在很短時間把故事精彩
地說清楚很不容易，在小世界裡創造出
大成就。」

4300部優秀微電影亮相西安

薛家燕爆安德尊女友幫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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